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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到了乡村，体验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农家饭，遇到的都是淳厚朴实的农

家人。但是你如果来到安图县明月镇龙泉村，就会感受到另一种视觉体验和

场景转换：“清风小路”上体味农家耕作的艰辛，“百年老榆树”下聆听榆树钱的

故事，“学堂沟”里重温耕读传家、耕地又耕心。宽敞整洁的街道两旁，一幅幅

清廉的“画卷”随处展开，成为美丽新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去年以来，安图县纪委监委着力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立足职责定位，找准廉政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大力推进廉

政文化进乡村建设，不断延伸“触角”，培育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创作了一批

廉政主题精品，营造了知廉、学廉、崇廉、尚廉的浓厚氛围，让乡村越来越有“廉

味”。

“乡村振兴，必须廉洁先行；没有廉洁乡村，就没有美丽乡村。”安图县纪委

监委负责人表示。年初以来，县纪委监委将龙泉村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

深入挖掘村里家规家训文化中的“勤廉”元素，将勤廉典型、特色传统文化融入

廉政文化建设之中，建成了具有“廉味”的“清风圆”“清风餐厅”“清风长廊”“清

风广场”“清风小路”“清风书屋”等乡村旅游景点，创建了可游、可赏、可品的清

廉品牌线路，进一步形成了“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良好风尚。

“廉政文化建设，让我们村有了一个健康的娱乐氛围，打麻将的少了，跳广

场舞、拉家常、讨论如何发展生产的多了，既传播了良好的社会文明新风尚，又

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让村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和教育。”龙泉村党

支部书记李忠诚介绍说。

县纪委监委还紧扣“廉润初心”主题，在龙泉村建设了“清风学堂”廉政

教育基地，并结合“百年老榆树”“学堂沟”“清风小路”等景点，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广大群众和青少年知礼明理、重德实干、知法守规、修身齐家、健康

向上，推动安图政治清明、执政清廉、干部清正。

龙泉村只是安图县全面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美丽缩

影。为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今年，县纪委监委在全县开展了“清廉村

居”建设，紧盯农村基层“小微权力”，着眼严管微权力，严防微腐败，实施了清

单式“村级权力监管工程”72条，做到家喻户晓，给百姓一个“明白”，还干部一

个“清白”。此外，为全面提升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还在各村和社区聘任

了党风廉政建设义务监督员和义务宣传员队伍，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群众监

督、舆论监督作用，营造浓厚廉洁氛围，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目前，安图县纪委监委正着手挖掘各乡镇的历史文化、名人乡贤、村情村

史中有关清廉文化的资源，打造一镇（乡）一品、一村一品的特色清廉文化品

牌。同时，将村民住宅融入廉政文化和家风家训，打造“清风民宿”，做实“廉政

教育+休闲旅游+乡村振兴”这篇文章，不断推进清风安图建设，汇聚清风廉韵，

为乡村振兴注入正能量。

安图县：廉政文化扮靓美丽乡村
董立志 本报记者 葛凤昆

绘家乡美卷，谋幸福发展。扶贫工

作的深入开展，离不开驻村书记、扶贫

干部的科学引领和辛苦付出，也离不开

他们家人的大力支持。由我省词曲家

牛世生作词、孙思源作曲的《我的拼命

三郎啊》就是这样一首体现扶贫书记扎

实工作、无悔奉献的歌曲。在“一个也

不能少”吉林省文艺扶贫原创歌曲创作

项目中，该首歌曲被推选为优秀作品。

采风时，听到年轻的扶贫书记因公

殉职的事迹，牛世生久久不能平静，想

到更多的扶贫干部一心为村民谋富裕

谋发展，坚守岗位、默默付出，他写下

这首《我的拼命三郎啊》，以诉说扶贫

道路上的奋斗心声。

“村里的大事小情你全管，咱家啥

事挂在你心上？东村里有你老干爹，西

村里有你老干娘，可咱爹妈想你呀，只

能眼望天空泪汪汪。”

“听说贫困户的收入都蹭蹭地往上

涨，再看看你身上的肉还能有几两？”

歌曲以扶贫书记妻子的口吻讲述，

看似埋怨实则是满满的关心和疼爱，不

仅展现了扶贫书记开展工作的忙碌和

辛苦，也反映出脱贫工作的成效成果。

“你说扶贫先扶志，有志才能挺直

脊梁。”

“我的拼命三郎啊，做你的媳妇也

只好当个拼命三娘！”

最后一句的“当个拼命三娘”，想要

传递的是扶贫道路上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背后还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和村民的

积极响应，舍小家顾大家，汇小爱为大

爱，扶贫路上全民参与、全体总动员。

牛世生、孙思源两位词曲作者曾多

次合作。孙思源说他拿到歌词后尤为

感动，随即开始创作。

《我的拼命三郎啊》曲调具有东北

特色，深情诉说，刚柔并济。孙思源逐

字逐句地介绍着歌词旋律，还动情地

哼唱起每一个音符。“曲中添加了民间

和乡土的音乐元素，这样更能表现出

地方特色。”旋律上起承转合，长短句

搭配，有煽情也有咏叹调来烘托情感

气氛。

从事作曲工作多年的孙思源说，自

己创作时是个“快枪手”，可针对这首

歌的歌词，他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呼应。

“一首歌有了好词还要有好曲来搭配，

插上两只‘翅膀’才能飞起来。词的内

涵可以赋予你创作的激情，给你留下很

多想象的空间。”

曲子分为 3个单元。第一单元描

写扶贫干部不辞辛劳，一心扑在工作

上，顾不得家。第二部分则开始细化，

扶贫干部把村里的大事小情都牵挂在

心，成为村民的亲人。第三单元是结尾

部分，“做你的媳妇也只好当个拼命三

娘！”旋律上加强，意义升华，用咏叹调

来表现扶贫干部家属也全力支持扶贫

工作，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

之所以要这样谱曲，孙思源说:

“全民参与脱贫攻坚，有国才有家，大

家小家都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让农

民都富起来多好啊！如果人人都像扶

贫干部这样工作，有家人的大力支持，

那我们发展的脚步会更快，成绩也会

更大。”

助力扶贫工作 奏响生命乐章
本报记者 王皓

走进敦化市图书馆，书香氤氲，环境优美。走廊墙壁上，随处可见敦化市

旅游景点的照片和介绍，形成风格独特的旅游风景墙。旅游宣传架上，旅游宣

传彩页免费向读者提供。电子读书机中，旅游类书籍一应俱全，随时带读者领

略敦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在这里，读者既可以享受书香的

滋养，又可以感受旅游的无穷魅力，“诗与远方”完美结合。

2020年，敦化市图书馆荣获“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

进集体”称号、“书香吉林”建设省级示范单位。同时，还被评为文旅融合国家

级试点单位。

为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功能融合的方式方法，努力推动文旅资

源共享和服务效能提升，敦化市图书馆开展了多项文旅融合工作。除在图书

馆内营造良好的旅游文化氛围外，还利用敦化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加大文

旅融合宣传。在敦化市人员流动密集场所，图书馆购置4台文旅服务一体机，

人们可以通过一体机随时随地查询旅游景点介绍、旅游线路、特色美食、历史

文化等资料，全方位了解敦化市文旅资讯。

“不断创新阅读方式，加快文旅融合，拓展服务范围，全面推进全民阅读的

深入开展，一直是敦化市图书馆工作的内容和方向，为此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等

多种途径和手段，力求把最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给更多的人民群众。”馆

长秦大勇介绍。

联合多家线上服务供应商，整合海量免费数字资源，敦化市图书馆通过微

信平台为读者提供电子书下载及在线阅读、在线听书、防疫答题、艺术学习和

网上展厅等线上服务，读者足不出户便可畅享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图

书馆推出的“一网读尽阅读”APP，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广阔的数字化阅读空间。

该平台整合了海量数字资源，包括自建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与地方特色视频

专题片等，带来丰富的阅读体验。平台包含每日精读、精品资源、畅读电子书、

看书排行榜、听书排行榜、课程、主题书单、精彩视频等多个栏目。在搜索栏搜

索书籍，打开书籍后选择“加入书架”，就能随时续看，并能够查看阅读时长排

名，激发阅读兴趣。读者还可以生成自己的电子借阅证，跟图书馆实体借阅证

绑定，让借阅服务更加简单便利。

同时，敦化市图书馆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线下读者活动，吸引了众多

群众的参与。图书馆每年通过“城乡共读·读响未来”走进图书馆、“与书为伴·

快乐童年”图书馆日研学等品牌活动，组织全市中小幼学生及家长走进图书馆

开展阅读体验，寓教于读、寓学于游，激发阅读兴趣。每年在馆内外搭建各类阅

读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展览、读书会、讲座、培训、视听等线上线下全民阅读活

动约50次（场），20多万人参与。

为惠及更多基层群众，敦化市图书馆利用“惠民直通车”“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4·23世界读书日”“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活动载体，每

年送书下基层20余次，年均送书1.5万册。在社区、学校建立分馆10余

个，各街道乡镇、社区村屯均建有图书室和农家书屋。通过服务的延伸，拓

宽了全民阅读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2020年敦化市图书馆送书刊6136册，开展线上读者活动达到40余次，

举办线上线下展览30余次，惠及5万多人。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图书馆服

务水平，做好全民阅读的各项工作，推进文旅融合，为书香校园、书香社会建设

继续贡献力量。”秦大勇说。

敦化市图书馆：匠心打造“诗与远方”
本报记者 纪洋

“十三五”规划以来，我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扎

根热土，潜心创作，勇攀高峰，在文学创作、品牌建设

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向打造“北方文学高地”的

目标更近一步。

重大主题创作取得丰硕成果

省作协实施了“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对重大主

题创作给予重点扶持。2019年，组织创作出版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吉林省重点文艺

丛书”，包括王怀宇的长篇小说《红草原》，文欢的长

篇报告文学《国旗人生——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

松》，江北的长篇小说《归原》，李春良的长篇报告文

学《海兰江畔稻花香》，肖鹏、格致的长篇小说《山月

如水》，邱苏滨、眭建平的长篇报告文学《拓荒，拓

荒!——百名老兵讲述的北大荒往事》，张伟的长篇

报告文学《扶贫笔记》，赵欣的长篇小说《青春不毕

业》，薛卫民的少年朗诵诗集《阳光大声地朗读中

国》。2020年，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

攻坚主题，扶持创作了5部重点作品，包括任林举的

长篇报告文学《出泥淖记》、王怀宇的长篇小说《风

吹稻浪》、张伟的长篇报告文学《扶贫笔记》(第二

版)、吕凤君的长篇小说《暴马丁香》、修瑞的长篇小

说《大步向前》。系列作品均取得很好的社会反

响。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从200余部作品

中确定优秀作品选题15部，目前已有8部作品完成

初稿，将于今年“七一”前夕推出“庆祝建党100周年

吉林文学丛书”，作为全省文学界的献礼。新冠肺

炎疫情突发期间，组织创作古体诗、新诗、散文等抗

“疫”题材作品2000余首（篇），在多个媒体平台展

现，得到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

整体水平提升 多部作品获奖

为助力全省文学创作，省作协大力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文学

服务基层活动，鼓励重点作家长期定点深入生活，坚

持并完善签约作家制度。

实施文学创作质量提升工程，推动文学创作取

得新突破。李发锁的报告文学《围困长春》获第七届

鲁迅文学奖提名；谢华良的儿童文学《陈土豆的红灯

笼》获第十五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许连顺的《舞动的木偶》（朝鲜文）获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朱霞获

翻译奖；网络作家王超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

学新人奖”提名。

2020年以来，我省多部作家作品在国内名刊上

发表或转载，形成了一个创作发表的小高潮。金仁

顺的短篇小说《小野先生》、任林举的长篇纪实文学

《虎啸》、夏鲁平的短篇小说《欢迎光临》、钱万成的诗

歌《茂林村的孩子们》、葛筱强的诗歌《月光颂》、于小

芙的短篇小说《逆流而上》、小红北的散文《净月潭而

上》、王小王的短篇小说《欢聚一场》等均在《人民文

学》刊发；任林举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出泥淖记》被

《中国作家》（纪实版）列为头题发表，创造了两部作

品在国内名刊同期发表的可喜佳绩。李春良的长篇

小说《玛珥湖》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

划项目、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获得广大读者

的一致好评。由《中国作家》全文刊发的王怀宇长篇

小说《血色草原》，进入由全国24家图书出版单位联

合发布的“文艺联合书单”和40余家专业文学出版机

构联合推荐的“10月文学好书榜榜单”。2020年第6

期《民族文学》同期刊发了我省满族作家夏鲁平的小

说《雾岚的声音》、满族作家胡卫民的诗歌《居民小区

的春天》、朝鲜族作家金革的小说《3D口罩》以及朝鲜

族作家、翻译家郑风淑的翻译作品《3D口罩》等4位

作家作品。

金仁顺的短篇小说《离散者聚会》在《山花》2020

年第9期刊发、《思南文学选刊》第10期选用；高君的

长篇小说《柔情史》继在2019年《收获》长篇专号发表

后，202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于德北的中篇小

说《二先生》在《四川文学》2020年第7期刊发，被《北

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9期、《中篇小说选刊》增刊

第2期选载，长篇儿童小说《青青套子里》由浙江教育

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中篇小说《乡村志》在《十

月》2020年第6期刊发；金昌国的短篇小说《南山南》

在《作家》第8期发表，被《小说选刊》第9期选用；赵

欣的短篇小说《人参娃娃》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

鸣》转载，短篇小说《奶奶在和谁说话》被《小说选刊》

转载并入选中国作协《中国短篇小说精选》；蒋冬梅

的微小说《大湖》发表在《山西文学》2020年第8期，

被《小说选刊》2020年第9期和《新华文摘》第20期转

载；王可心的中篇小说《风从北方来》发表于《上海文

学》2020年第5期；翟妍的长篇小说《长河长》在《江

南》2018年第5期发表；阿未、葛筱强等诸多诗人创

作的诗歌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诗歌2019年度

诗歌精选》；任白的诗歌《我听见时代的口音》《那些

时光》发表在《诗刊》2020年第9期。我省已故著名

生态文学作家胡冬林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山林笔

记》刚刚出版即引起广泛关注，并入选2020年中宣部

“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

儿童文学创作异军突起，多部作品相继亮相。

2017年以来，谢华良推出了《骑行少年》《六一班的麻

小雀》《鞭响南山坡》等12部风格独特的儿童文学作

品。仅在2020年，薛卫民就有《为一片绿叶而歌》等

10部作品与读者见面，窦晶有《妖精谷》等15部作品

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围绕新时代先进人物、时代楷模等重大主题的

报告文学作品在中央重点媒体发表。2019年第11

期《求是》杂志刊发任林举的报告文学《阳光照在查

干湖上》；2018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景凤鸣创

作的报告文学《大地上的信仰——追记“红色理论

家”、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郑德荣》；2020年10月

30日《光明日报》整版刊发景凤鸣创作的报告文学

《高地——记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功臣徐振

明》。这些作品被新华网、人民网、学习强国、中国文

明网等媒体转载，获得广泛关注。

影视戏剧文学别有风采

青年剧作家成孝湜创作的电影剧本《黄大年》

《我非英雄》《乌兰牧骑》分别在《中国作家》2018年第

8期、2019年第9期、2020年第10期头题刊发。青年

作家王奎龙编剧的作品《我在锡林郭勒等你》《黄大

年》分别在2016年央视八套、2017年央视一套黄金

档播出。青年作家林晓琳创作的电影剧本《让爱回

家》获第十五届“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以上几

位剧作家都是省作协全委委员，在发挥文学母本作

用、支持文艺创作的文本建设与发展上，体现了基础

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学品牌打造独具特色

《作家》杂志品牌价值持续提升，相继刊发了莫

言、铁凝、李敬泽、吉狄马加、大江健三郎、残雪、叶兆

言、范小青、余华、韩少功、刘庆邦、阿来等实力作家

的作品。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

月报》等名刊选载。连续多年举办“金短篇”小说奖

评奖活动。连续举办中俄文学翻译国际论坛活动。

精心编译中俄11位当代知名作家的23篇作品，包括

中国作家徐则臣、朱文颖、张楚，俄罗斯作家瓦西连

科·斯维特兰娜等8位作家的20篇作品。翻译韩国

新生代女作家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在《作家》杂志以

小辑的形式刊发，充分拓展吉林文学在国际文学中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几年来，省作协承办了以“与中国文学携手同

行”为主题的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

连续举办两届“中国吉林国际写作计划”，连续三次

举办中韩作家文化交流活动。结集出版《自然生态

与人类生活——2018年中国吉林国际写作计划作

品选》《人文传统与中韩文学》等书籍。活动突出了

中国文学、吉林文学“走出去”的主题，促进了对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吉林故事目标的实现，加强了对

外文化交流的国际性、全国性、地方性的融合，凸显

了吉林经验与特色，成为吉林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

的重要平台。

向“北方文学高地”目标奋力攀登
——“十三五”以来我省文学创作成果综述

本报记者 李梦溪

日前，国网长春市城郊供电公司玉潭中心供电所开展“学党史·传书香”党
员干部读书活动。 满鑫 摄


